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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力，並以伺服控制改善玻璃基板漂浮高度不穩

關鍵詞

定現象。將可運用於 TFT-LCD 玻璃基板與太陽能面
板的工業製程中，改良傳統製程利用滾輪支撐與帶

．平面顯示器

TFT-LCD

．玻璃基板

glass substrate

動的運送方式，以減少玻璃基板因摩擦力而毀損。
在控制器設計上，考量氣壓系統不易建立數學

．氣浮平台系統 air bearing table

模型的因素，因此提出自組織模糊滑動控制理論，

．氣壓伺服系統 servo pneumatic

不僅可以迅速的達到定位目標，控制器可線上自行

．智慧型控制

intelligent control.

修正模糊規則庫，也免去調整控制器參數的時間。
本文進行動態模擬，藉以驗證其控制系統架構
之可行性，最終以實驗方式來實現，實驗項目包含

摘要

玻璃基板漂浮高度之位移量軌跡追蹤控制、穩態穩
定性分析及系統強健性分析。

本研究旨在發展具主動控制之平面顯示器玻璃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an air

基板氣浮平台系統，將高壓氣體輸入至氣浮塊內，

bearing table with active control for the floating

藉由氣浮塊表面之細小孔隙噴出高壓氣體，利用此

altitude of the glass substrates of TFT-LCD or solar

高壓氣體在氣浮塊與其上之玻璃基板間形成氣墊

energy. The principle of an air bearing table is to input

層，利用氣墊層與外界大氣壓之壓差，藉以提供玻

the high pressure air to the air bearing blocks on which

璃基板的升力，使玻璃基板可漂浮於氣浮平台之

there are small orifices to spurt the high pressure air

上，不會直接與平台接觸，減少玻璃基板與平台間

such as to form an air cushion between the air b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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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glass substrate. The lifting force to the glass

由於 TFT-LCD 產業發展速度極快，玻璃基板也

substrate can be generated by the pressure difference

日益增大，伴隨而來的首要問題就是製程中輸送

between the air cushion and the atmospheric pressure

(conveyer)的問題，以往的搬運不外乎是以滾輪搭配

such that the glass substrates can float on the air

機械手臂的方式來進行上下配料及運輸的動作，但

bearing table and don’t contact the air bearing table

也同時衍生出了許多問題如壓迫，震動，靜電及刮

directly. Hence, the friction between the glass

傷，故迫切需要一套可以即時解決這些問題的設備

substrates and the air bearing table can be reduce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nventional roller conveyors.
In

the

study,

the

nonlinear

time-variant

mathematical models of pneumatic system are derived
firstly, and then simplify the models for a 3rd system. In
the controller design, an intelligent self-organizing
fuzzy sliding mode control is used in which the fuzzy
rules can be adjusted automatically.

加入生產線的生產工作。然而氣浮系統正是解決此
問題的良策，雖然現今已有許多面板廠逐漸於新世
代基板生產線上改用氣浮的系統，但都由於氣浮系
統的不穩定，無法將氣浮系統使用於精密檢測部
分，只用於運輸的部份，且必須要有傳統的滾輪作
為輔助，也因此無法使氣浮的系統用於全部的生產
線，是為遺憾，且目前從事此相關領域研究者，大

Besides, the dynamic simulation of overall

多為外籍人士，國內面板廠的設備也都倚賴外國進

air-bearing table is implemented for confirming the

口，不但增加不少成本的負擔，也有缺乏專業技術

feasibility of the developed systems. Finally, practical

而受限於人的風險。

experiments, including position step response, path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液晶顯示器產業也不斷

tracking control of the floating altitude of the glass

的快速成長，然而為了市場的競爭，降低生產成本

substrates are performed for the verifying the control

成了不容忽視的課題，玻璃基板的面積不斷的增

performance, stability and robustness of the developed

加，但隨之而來的基板搬運(handling)問題成了一大

system.

挑戰，所謂的基板處理問題，指得是如何讓玻璃基
板在運送、夾持、清潔、儲存等製程中，不會發生

前言

偏轉、壓迫、震動及撞擊等會讓玻璃基板破損的狀
況。
在傳統的製程中，玻璃基板是以滾輪承載的方

現今大尺寸液晶顯示器玻璃基板的需求不僅持
續增加，同時也不斷開始生產下一代的產品。自 2000
年後，玻璃基板的尺寸每隔約一年半的時間，就會
增加一倍左右。然而出現的問題就是隨著玻璃基板
面積的增加，重量也會跟著增加，這會使的玻璃基
板在製作過程中更容易被傳統接觸式的滾輪給刮
傷，造成生產良率不佳的問題。為了處理這樣的問
題，現在已有使用非接觸氣浮的方式，在玻璃基板
與平台間形成氣墊層，將玻璃基板浮起，使玻璃基

式來運送，但隨著玻璃基板的面積增加，重量也跟
著增加，玻璃基板與滾輪接觸的部分更加容易因為
摩擦力的影響而受損，造成良率不佳的問題，此問
題對於正在蓬勃發展的面板廠是一項艱鉅的考驗。
然而在歐姆尼(OMNI)公司率先提出以非接觸式之
氣浮平台(air floating table)來取代傳統接觸式之滾輪
平台。
習用之氣浮平台，所使用的進氣設備大部分是
利用鑽孔的方式，直接在平台本身設置多個注氣

板與平台無接觸，減少刮傷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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